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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8 日 ， 神华宁煤集团 400 万吨
万吨//
年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产出油品庆祝仪式举
行。图为首批油品在仪式上发运
图为首批油品在仪式上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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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晖

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中国能源科技工作者掀起了一场煤炭清洁
利用“革命”，不断取得以清洁燃煤为核心的技
术突破，为中国这样一个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
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经济体实现“绿色”发展开
辟了广阔道路。同时，也印证了“只有不清洁的
技术，没有不清洁的能源”，为煤炭正名。

张保淑

洁净技术“走出去”造福世界

据专门从事洁净煤技术研究的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助理研究
员樊金璐介绍，洁净煤技术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酸雨问题。
对中国洁净煤技术发展的历程，樊金璐介绍说，中国面对
煤炭资源丰富而油气资源相对不足的状况，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初就开始加强洁净煤技术研究工作，并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成立了由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煤炭、电力等 13 个
部委组成的“国家洁净煤技术推广领导小组”。1997 年出台的
《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纲要》，对洁净
煤技术的内涵，进行了符合本国煤炭资源特点的定义，指出洁
净煤技术主要应包括煤炭加工、洁净燃煤与发电、煤炭转化、
污染物治理与资源综合利用等 4 个领域的技术。2000 年，根据
洁净煤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在“煤炭高效燃烧和发电”中增
加常规超临界与超超临界发电技术、低氮氧化物燃烧技术；在
煤炭转化技术中增加多联产技术，以及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近
零排放技术，由此构建了中国洁净煤技术体系，并一直沿用至
今。
就中国“煤炭加工技术”和“煤炭高效燃烧及先进发电技
术”发展状况，樊金璐认为，目前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或领先
水平。他解释说，中国原煤洗选加工快速发展，从 2005 年的 7
亿吨增长到 2016 年 23.45 亿吨，原煤入选率提升到 68.9%，这
一比例在国际上是比较高的；近年来，中国在超 （超） 临界燃
煤发电技术领域迎来跨越式增长，截至 2016 年底，已投产百
万千瓦机组 96 台，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在“煤炭转化技术”方面，中国接连重大突破。2008 年
12 月，当时世界最大的煤制油项目——神华集团鄂尔多斯煤
直接液化示范工程第一条百万吨级生产线投煤试车成功，产出
合格的柴油和石脑油，使中国成为掌握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关
键技术的国家。2016 年 12 月神华集团年产 400 万吨的煤炭间接
液化示范项目产油成功，这标着中国拥有了煤炭间接液化核心
技术和成套大型工艺技术。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完成国家
37 项重大技术、装备及材料自主国产化任务，工艺技术、装
备台套数统计项目国产化率高达 98.5%。
在“污染物治理与资源综合利用”方面，中国实现了包括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技术在内的诸多突
破，并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据统计，2017 年 6 月，燃煤电站
的除尘/脱硫/脱硝设备安装率均在 90%以上，火电单位发电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了 21.6%。

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应该造福全人类，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气候变
暖日益加剧、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的大背景下，洁净煤技术这类具
有普遍需求的能源技术更应该在世界各地得到推广和应用。事实正是
如此，中国一方面加大洁净煤技术研发力度，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向
世界各国传播推广取得的成果，彰显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
今年 7 月，阿联酋迪拜哈斯彦 4 台 60 万千瓦清洁燃煤电站项目随
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受到广泛关注，这不仅在于这是“丝路基金”
在中东的首单投资，而且将是中东首个清洁燃煤电站，成为中阿在能
源领域合作的一个典范。该项目的承建单位就是来自中国的哈尔滨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7 月阿联酋方面启动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
项目国际公开招标程序后，哈电集团与一家当地企业组成投资联合体
竞标，充分展现了在此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从 48 家投标企业中脱
颖而出，获得总承包合同。在建设过程中，该项目采用最先进的燃
烧、脱硝、除尘及脱硫技术，保证电厂运行期间排放的粉尘、硫化物
及氮化物指标优于世界同类型机组，最大程度减少大气污染排放，在
为迪拜提供 20%的电力，大幅降低居民用电成本的同时，为当地能源
多元化和清洁化作出了贡献。
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项目只是中国洁净煤技术“走出去”的一个
新的案例，近年来，在此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公司，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早在 2009 年 4 月，西安热工研究院与一
家美国公司就签署了技术使用许可原则协议，授权其使用自己历时 15
年研发的“两段式干煤粉加压气化技术”。这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清洁煤电关键技术首次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能源市场，标志着
该项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川白马循环流化床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开发的“600 兆
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经受示范项目检验，代表目前国际循
环流化床锅炉最高水平，是世界洁净煤燃烧技术一个里程碑。以此技
术为基础开发的超临界 CFB 锅炉系列技术陆续进入“一带一路”参与
国家和地区，如罗马尼亚、土耳其，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
用”技术，这是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等项目支持下，中国科技研发团队经过 20 余年自主创新和联合
攻关完成的一项重大创新，摘得 2017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该技
术的创新性和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邀请该技术的核心团队成员向与会嘉宾对该技术进行
详细介绍，让国际社会更好分享燃煤污染治理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

5300 多学子
受益农村专项计划

新华社重庆 8 月 9 日电 （记者柯高阳）“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老师，这下终于如愿了！”今年高考录取季，重庆市
永川区萱花中学高中毕业生陈晓青被“小学全科教师计
划”录取，成为重庆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的一名师范
生。受惠于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实施的专项招生计划，今年
重庆市共有 5368 名和陈晓青一样的学子升入本科院校。
重庆市“小学全科教师计划”从 2013 年起实施，由重
庆师范大学、长江师范学院等 5 所高校为全市农村乡镇以
下小学定向培养本科层次全科教师，考生在本科提前批录
取，执行本科二批控制分数线。2018 年，重庆市共有 1500
名农村贫困生被“小学全科教师计划”录取，陈晓青就是
其中之一。大学期间，陈晓青将享受学费、住宿费双免，
每月还有生活费补助，毕业后将成为一名小学全科教师。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院长黄腾蛟介绍，农村学生国家专
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等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实施的招生
计划也分别完成招录工作，以上 5 项计划共录取 5368 名学
生进入本科院校学习。

安徽

自主创新构建洁净技术体系

新华社长春 8 月 9 日电 （记者孟含琪） 中
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应
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宣丽带领的团
队，成功研制出快速液晶自适应光学系统。
该系统已应用于日前交付使用的 2 米自适应
光学望远镜中，使其空间分辨性能大幅提
升 ， 隔 着 1000 公 里 的 大 气 层 依 然 能 将 星 体
“看”得清晰。
地基大口径望远镜是天文观测中最重要
的仪器设备，但快速变换的大气湍流为其观
测带来障碍。一些科学家不得不将望远镜送
入太空，但这样会导致成本和技术难度大幅
增加。该科研团队成员姚丽双介绍，要想在
地面上获得与太空相媲美的观测效果，必须
为望远镜戴上一副能高速变化形状的“眼
镜”，也就是液晶自适应光学系统。它能随时
抵消大气湍流的干扰，获得清晰的高分辨率
观测图像。
液晶自适应光学系统中最核心的部件是
液晶光调制器。它可以对光的波前进行高速
修正，使自适应光学这副“眼镜”正常工
作。此前，我国并不具备研制这种器件的能
力，进行光学研究时只能依赖于从美国、日
本等国家购买。
为了打破垄断，研究团队历时 8 年，先
后突破了快速响应液晶材料体系、高速数据
传输及发送电子系统、最佳响应盒厚优化与
过压驱动、基于分子组装的纳米级光控取向
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性技术。研究团队自主构
建了具备高精度硅基液晶器件研发能力的研
发平台，在国内率先成功研制出响应时间仅
为 0.65 毫秒的高速、高精度液晶光调制器，
并成功应用在液晶自适应光学系统中，使佩
戴“眼镜”后的地基望远镜获得了与其在太
空中相当的观测分辨率。基于上述技术突破，该科研团队
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该成果已进入产业化阶段，团队先后与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武汉光讯、西安光机所、白俄罗斯新材料化学所
等国内外顶级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瞄准不同需求共同研
发特种液晶光调控器件。

重庆

中国技术为煤炭正名

煤炭作为一种传统能源，对人们生产和生活
中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但是在相当长时期，煤
炭的开采和利用方式粗放，以至于一提起煤炭，
很多人可能立刻想到的是，黑暗幽深的矿井、满
脸煤黑的矿工、熊熊燃烧的锅炉、冒着黑烟的烟
囱……
上述景象在中国已渐渐远去，并有望成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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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光学系统技术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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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之家助孩子快乐成长

位于宁夏银川的神华宁煤集团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全景图
来自网络

安徽省淮北市妇联依托全市 400 多个“儿童之家”，开
展安全、才艺等学习培训，举办爱国教育、快乐阅读、帮
扶助困等活动，为少年儿童提供快乐的校外活动场所。
图为社区志愿者在“儿童之家”和儿童一起做手工。
（人民视觉)

内蒙古

链接

洁净煤技术
洁净煤技术是煤炭开采、加工、转化、燃烧及污染
控制等一系列技术的总称，旨在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提高
利用效率，贯穿于从开发到利用的全过程。
作为完备的体系，煤炭清洁技术范围很广泛，既包括
开采过程中矿区污染控制技术和对煤层气、矿井水、煤矸
石的资源化利用技术，又包括煤炭利用过程中的环保技
术。就煤炭利用过程中的环保技术而言，大致划分为两

类——煤直接清洁利用技术和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
煤直接清洁利用技术具体来说包括燃烧前的净化加
工、燃烧中的清洁燃烧和燃烧后的烟气净化处理技术。
燃烧前，对煤炭进行脱硫处理，除去或减少灰分、
矸石、硫等杂质；在散煤中加入石灰固硫剂，将其加工
成型，减少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
燃烧过程中采用流化床燃烧技术和先进燃烧器技
术。前者旨在降低燃烧温度，从而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通过向煤碳添加石灰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后者通过改
进锅炉、窑炉结构，减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燃烧后，对尾气进一步做消烟除尘和脱硫脱氮处
理，实现环境友好型排放。
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主要包括煤的气化、液化技
术以及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煤的气化技术，是在常压或加压条件下，保持一定

温度，通过气化剂与煤炭反应生成煤气，从而实现脱
硫、除氮、排渣，大大提高洁净度。
液化技术则有间接液化和直接液化两种。前者是先
将煤气化，然后再把煤气液化，如煤制甲醇，可以替代
汽油使用；后者是把煤直接转化成液体燃料，比如，直
接加氢将煤转化成液体燃料，或煤炭与渣油混合成油煤
浆反应生成液体燃料。
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是指煤经过气化产生中低
热值煤气，煤气经过净化后成为清洁的气体燃料，燃烧后
驱动燃气轮机发电，并且利用高温粗煤气余热和烟气余
热在废热锅炉内产生的高压过热蒸汽驱动蒸汽轮机发
电。此项技术既提高了发电效率，又有很好的环保性能。
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则是在煤炭产业链的下游以
煤为原料进行深度的化学加工，提高煤的利用效率，从
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暑期公益课堂有科技范儿

暑假期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观音庙社区推出暑
期红领巾公益课堂，孩子们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免费学
习 3D 打印、3D 手绘、VR 体验等特色科技课程，感受科技
的魅力，丰富暑假生活。
图为孩子们在学习体验 3D 手绘。
新华社发

